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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他面前 
由 Ronda Hurst 

 

"你們要讓基督的道豐豐富富地住在你們心裡，以各樣的智慧，彼此教導，互相

勸戒，用詩章、聖詩、靈歌，懷著感恩的心歌頌神。" (歌羅西書 3:16). 
  
"應當歡歡喜喜事奉耶和華，歡唱著到他的面前。" (詩篇 100:2). 
  
那裡沒有地方我寧願比在主的面前. 我們常常貶謫他的面前對我們的教堂建築, 

那是最好的地方之一，進入他的面前. 沒有什麼比最高的聖人一起崇拜服務。 
  
"吹號的和歌唱的都一致同聲地讚美稱謝耶和華。他們吹號、敲鈸，用各種樂器高聲讚美耶和華

，說：“耶和華是良善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那時雲彩充滿了那殿，就是耶和華的殿。"(

歷代誌下 5:13). 
  
不過，我已經了解到，無論何時何地我開始唱好，神的面前來過夜。 "應當用詩章、聖詩、靈歌

 

 

 



，彼此呼應，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以弗所書 5:19). 
  
我記得當我長大時，我的母親總是唱或有好的福音音樂在我們的家裡玩。總有一個和平和快樂在

那裡。當我回頭看，我不能不相信，它有很多做的那種唱腔和音樂，這是一個常數。我提出我的

家人以同樣的方式，我聽到我長大的孩子現在都在講我們家如何和平是（現在也是）。你就不會

出錯，當你在你的家高舉耶穌的名義通過祈禱，讀的話，也讚美歌。 

即使是世界了解到，唱歌提起精神。當我們幸福和快樂，我們唱歌跳舞。我們應該如何更把快樂

和幸福的時刻，以表揚在我們的孩子麵前，使他們長大後知道，並相信上帝是我們的快樂和力量

的源泉。 

歌頌上帝，讓他的出現填補你的家！ 

 

注： Ronda 是一個牧師的妻子，母親對兩個孩子，奶奶，音樂家和教師。她還擔任西區女子部

總裁。她還寫了這首歌事奉上帝是美麗的（Serving God is Beautiful）。 

  

尋找永恆  
由 Laurie Sims 

  
你有沒有註意到? 持久的不滿？在你的孩子，丈夫，朋友？也許甚至自己的感

覺？未結算？錯位的？渴望“東西”。 。 。什麼！一個長假。新衣服。更多

Facebook 的喜歡。你要問自己，“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它有點像當你發現自己站在開闊的冰箱前面琢磨一下甜或過鹹的的享受將滿足

你的渴望！有時候，我們的身體並不餓，但很多時候只是口渴。 
  
這種深拉是我們的本性。上帝的聖靈顯然移動在我們拼命的心中拼命又經常我

們不承認它是什麼。他的精神吸引我們到他自己. 神放在我們心中這樣的嚮往，在傳道書他顯露

的嚮往之源。 
  
在傳道書 3:11 他說, "他又把永恆的意識放在人的心裡." 我們的心嚮往永恆價值的事情，而這

一切的時候，我們瘋狂地追捧，暫時的事情。而這一切的亂跑精疲力竭！ 
  
我有好消息。上帝呼喚帶我們深入到事物我們的靈魂真正嚮往 - 呼喚我們的東西，有永恆的價

值。 
  
讓我們來接聽來電 - 會因，行為。讓你的禱告時間強大的，而不是只需要和慾望的養生之道。

讓你的心臟的歌曲被膏和尊崇他在裡面。 
  
馬太福音 6:33 叫我們"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 
  
首先找他。進入他的面前是永恆的，而且我們認為我們想要變得淺而暗淡相比，上帝的光明和可

愛的東西所有世俗的東西。這是我們真正渴望和我們查找我們的真實願望。 
  
"我的 神啊！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裡" (詩篇 40:8). 
  
我們曾經期望的事情都在他面前變了，我們現在希望他的道，他的旨意。我們渴望為他療傷雨水

 

 



流過我們，從淨化我們的心靈塵土飛揚的不滿。從美麗的彩虹追逐洗去疲憊的泥濘滴，帶我們回

到他的平安。回到他的面前。回到這個地方我們的心臟，我們的靈魂，我們的心靈，真的長須。 

 

我相信答案是耶穌。哦，你進入他的面前一次。他在那裡等著。 
  
注: Laurie Sims, 持牌部長與 UPCI, 是 MaMaw 對八個美麗的孫子, 前牧師的妻子，音樂家/歌

手，並在醫學和生物科學的堪薩斯城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她在南加州長大的，但現在居住在堪薩

斯城，並愉快地供應漢密爾頓，密蘇里州的使徒燈塔，與她的丈夫牧師 Terry Sims.  
 
 

 

  

在他面前 
由 Erin Rodrigues 

  
"哦，上帝，我們是真正生活在一個時間，我迫切需要你的智慧和指導，教

孩子們完全接受你和你的話." 它是說情話的精神接任，在我的祈禱時間, 

我發現自己再次超過勁道通過緊迫感以保護我的兩個孩子幼小的心靈和頭腦

。 

 

我們生活在一個時間，我們看到了一個社會迅速宣布什麼是正確如錯誤，錯

誤的是正確的。已經有幾天我問上帝, "如何保護我的孩子從此？哦，耶穌

，如何保護他們無罪?" 我發現自己有時想，如果它甚至安全送我的孩子走

出前門。 

 

雖然我們不能掩飾我們的孩子從世界，我們可以主動保護他們通過引導和祈禱. 你和我可以祈禱

。我們可以進入他的面前。作為一個母親，我發現，是關鍵保護我們的孩子。以弗所書 6:10-18 

提醒我們我們不是對抗有血有肉。這是一個屬靈的爭戰，是的，我們可以說情我們的孩子，祈求

為智慧，保護，和平和力量。 

 

我記得，小時候，與時俱進媽媽封閉自己在她的房間裡祈禱。我坐在地板上她的臥室門外，聽著

，她呼求上帝為她的五個孩子。有安慰，知道媽媽是進入神的面前對我們來說。我感到安全。我

覺得保護。我覺得被愛。只有上帝知道我會在哪裡今天，如果她不是為我祈禱。 

 

當我想到撫養敬虔的孩子和保護他們的天真，為我想到丹尼爾。敬虔性格和校長被放置在他從一

個孩子。當一個年輕的成年人，他被任性的文化所包圍，但他並沒有墮入誘惑。他學會了作為一

個孩子教給他的敬虔價值上帝是他中心，上帝在控制。 

 

作為一個母親，我的力量和我的平靜來當我進入他的面前。我知道，在中部精神風暴肆虐的今天

主是控制和他是我的孩子的保護者。 

 

注: Erin Rodrigues, 與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投放，為 UPCI 傳教士葡萄牙。他們的牧師越

來越教堂在里斯本的首都地區，他們教和培訓男人，女人和家庭為神工作。 SIS. Rodrigues 也

作為葡萄牙的 UPC 國家淑女總統。 

 

 



  

 

  

       觀看女子祈禱國際 1分鐘的視頻片段. 

  

神正在做偉大的事情! 上帝打開很多扇門，這期通訊現可在英語，西

班牙語，法語，德語，荷蘭語，葡萄牙語，俄語，希臘語，阿拉伯語

，波斯語，捷克，中國，斯瓦西里語，匈牙利語，他加祿語，印度尼

西亞，羅馬尼亞，意大利和挪威。展望即將加入的波蘭！請幫我們祈

禱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日語翻譯。 

 

如果您希望收到任何上述翻譯請發送請求

LadiesPrayerInternational@aol.com，我們會很高興你加入到我們

的郵件列表! 

從編輯

 
Debbie Akers 

  

從郵箱 

 

>早上好 Sister Akers! Rebecca 做了出色的工作，對她的文章! 我喜歡看到年輕人的那種激情

和為神工作的願望！那麼呼吸新鮮空氣！當然，所有的女士們祈禱通訊文章，總是美好的，我喜

歡他們每個，事實上，這種通訊能夠在如此眾多的語言分享是福這使我們在一起！愛在任何語言

流利......在這裡發言！愛你我的甜朋友！ -Laurie Sims 

 

>親 Sis. Liane Grant, 哇, 哇, 哇! 本文進來的正是時候。 （信念在絕望中，女士們祈禱國

際通訊 2016 年 8 月），太感謝你了！看完這篇文章幫我找回我的腳，並重新開始相信神，記得

聲稱“他的承諾”。神剛完成在我一個偉大的工作，這將改變我的天，一個偉大的方式進入。 

   你忠心發送這些文章和緊跟女裝部正在不勝感激. 謝謝到 Sis. Warren, Sis. Harding 和

Sis. Staring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 Sis. Akers :) 上帝祝福你, 愛, Jolie 

 

>上帝是榮耀。感謝您祈禱為我的兒子安東尼加盟我至今他四次到過教堂。還沒有承諾遲遲但耶

穌的名，他將神是信實的，他永遠不會從他的話轉。很多祝福, Sarah Anderson-Murphy 

 

>親 Sis. Akers, 謝謝你這麼多，你在把這些美好的通訊一起做艱苦的工作。他們鼓勵向上的。

如果您不介意西班牙語其發送給我的。我們的家庭牧師西班牙眾，我敢肯定，他們會很喜歡在他

們的語言閱讀這些偉大的字母。謝謝你，夫人！上帝保佑你的無私的工作而！ -Sis. Adriana 

Camp 

 

>我很喜歡這個月的文章很多。他們都有這麼多的真理和不同方面的絕望。 

   我很高興聽到你的孫女：她似乎售罄和一個真正的僕人，願上帝繼續保持並祝福她強烈地！愛



你, Sandy Negron, 德語翻譯女士們祈禱國際通訊。  

  

衛生部鏈接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UPCI Ladies Ministries 

More to Life Bible Studies 

Today's Christian Girl 

World Network of Prayer 

UPCI 

My Hope Radio 

Multicultural Ministries 

Ladies Prayer International on Facebook 

  

我們是誰 . . . 從 1999 年: 女士們祈禱國際是由婦女從全世，每個月的第一個星

期團結起來，集中祈禱我們的孩子和當地的教堂和社區的孩子們。 

我們的使命. . . 我們承諾精神保鮮這一代及和以後和精神恢復的前代。 

我們需要. . . 致力於的婦女誰能聯合起來在每個月的第一星期一， 集中祈禱為她

們的孩子。 

 

三項禱告的重點... 

 

• 我們的孩子的拯救 (以賽亞書 49:25; 詩篇 144:12; 以賽亞書 43:5-6). 

• 她們夠老的時候採取的因信 (約翰一書 2:25-28; 雅各書 1:25). 

        • 他們進入主的收穫部 (馬太福音 9:38)Text Link 

 

 

  

           

 



  
  
我們支持的部委 

TUPELO CHILDREN'S MANSION 

兒童生活在機會來靈性成長，身體和情緒的環境。 

 

NEW BEGINNINGS 產婦護理產婦分娩考慮收養和收養孩子的夫婦安置。 

 

HAVEN OF HOPE 程序的女孩年齡 13-16 行為和情緒問題。 

LIGHTHOUSE RANCH 男孩醫治破碎和傷害青少年的男孩的生命 

 

 

  

 
你訂閱反思的雜誌? 

   
這雙月出版物將祝福和激勵你.文章是聖經和有關今天的使徒女士。訂

閱自己，朋友，或訂購為你的教會一包。 
  
  
  

  
  

網上訂閱! 

  
 

 
 

 

看到發生了什麼在我們的社交網站: 

      



UPCI Ladies Ministries| LadiesPrayerIntl@aol.com | 314-373-4482|LadiesMinistries.org 
 

 

 

 


